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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江苏联合职业技术
学院的艺术、动漫、数字媒体等三个专
业协作委员会示范观摩课暨常州艺术

分院教学开放日、家长开放日活动在
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举行。来自全
省42所学校的近百名教师及部分家

长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本次观摩课共计13节，涵盖动画、

素描、器乐演奏、播音、思政、语文等11
门课程，常高艺进行了6节专业课程和
2节文化课程的展示。听课教师对课
堂教学给予肯定——教学体现“学生主
体，教师主导，以学定教”；凸显课程思
政，实现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注重学
生创意思维培养，助力学生人文素养提
升；充分利用校园文化资源，实施美育
与传统文化教育；专业课程坚持问题导
向，文化课教学紧密结合专业，实现了
学科融通。

活动中，艺术协作委员会秘书长、常
高艺副校长史冲就“联院指导性《人才培
养方案》制定”向与会代表进行总体介
绍。各校分组解读指导性人才培养方
案，并部署推进工作。 （陈小祥）

江苏联院示范观摩课在常高艺举行

本报讯 12月 26日，江苏省
前黄高级中学紫金奖教金在南京成
立，该奖教金由省前中南京校友会
捐建。

据介绍，紫金奖教金将每年出
资10万元，奖励江苏省前黄高级
中学10名优秀教师，每人1万元。
这10名优秀教师每年由省前中适
时评选，南京校友会将根据实际情
况，选派校友代表参加奖教金的发
放仪式。

一所优秀的学校，不仅需要强
大的硬件、设备，高素质的学生，更

要有一批一流的教师。省前中校长黄
惠涛表示，每一位前中的校友，在个人
事业成功之时，都没有忘记母校老师
的培育之恩，总希望为母校做点什
么。去年，南京校友们自发设立了

“校友基金”。此后，校友会便多次研
究，联系母校领导及学校“新园教育
基金会”的领导,多次沟通、协商，最
终决定设立“省前中南京校友会紫金
奖教金”。奖教金旨在奖励母校教书
育人成绩突出的优秀教师，鼓励母校
吸引更多优质师资，从而培养出更优
秀的学生。 （曹金鑫 王芳）

每年十万元奖励母校优秀教师

省前中校友捐建“紫金奖教金”

本报讯 第九届江苏省师范生教
学基本功大赛日前在徐州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学前教育组共有114名参赛
选手，常州幼儿师范学校5名参赛选
手全部获奖，其中刘杨颖、时琳、姚馨
怡喜获一等奖，万梦林、吴嘉怡喜获二
等奖，学校连续三次荣获优秀组织奖，
受到省教育厅表彰。

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采用同
专业本、专科选手同台竞技的赛
制。每个选手参加基础知识与应
用（包括国家幼儿园教师资格证
考试笔试科目和幼儿行为观察与
分析）、通用技能（模拟授课）、专
业技能（环境布置设计、即兴幼儿
歌曲弹唱、即兴幼儿舞蹈表演和

即兴幼儿故事表演）等 7 个通用及
专业技能项目。

近年来，常幼师高度重视师范教
育专业的建设发展，不断提高师范生
培养质量。对师范生的培养注重在

“以练代教”“以赛促学”和“以研提质”
的过程中成长。

（徐晨琳 尤佳）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成绩再创新高

本报讯 作为全省唯一的地级
市，我市日前正式成为国家级信息化
教学实验区。

信息化建设在我市已开展多年。
近年来，我市开展了“基础设施智能化
提升”“数字化学习课堂构建”等八项
行动，初步构建起网络化、数字化、个
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有力推动了
信息时代背景下师生的习惯养成和能
力提升。近5年，常州学生荣获机器
人、创客、程序设计、人工智能类比赛
特等奖或一等奖国际级73人、国家级
59人。教师在省信息化能手大赛中

获特等奖、一等奖20个。
“信息化教学实验区的建设，以常州

市教育局为统领，整体推进。”常州市教
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验区建设期间，
我市坚持全市一盘棋统筹布局，开启“常
州模式”——筹划将智慧教育云平台、教
育管理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体系；与
常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合作共建，开展精
品教育的创新与实践探索。

各辖市、区，各中小学结合自身实
际，选择研究项目，创新研究方式。最终
形成人人关心、校校参与、整体联动、协
同创新、百花齐放的研究局面。据相关

负责人介绍，全市将以100个教育信息
化建设项目为龙头，打造100间支持教
学转型的智慧教室，培养1000名助推信
息化教学转型的骨干教师，形成整体架
构与项目攻关的联动机制。

评价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
之一。智慧环境下的教学评价，拟分为
质性评价和量化评价两部分——质性
评价对学生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参与、
爱好、获益等过程性活动的文本材料进
行收集整理，从多个角度对学生数字化
学习的经历进行分析，促进教师与学生
对学习的反思性重构，高效达成教学目

标。量化评价则基于人工智能及大数
据的量化分析。利用正在建设中的常
州市学业大数据采集分析系统，高效采
集学生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学
生、班级、学校、辖区的个性画像，从而
探索构建中小学生数字化学习水平评
价模型。

“我们希望通过三年的实验期建设，
凝练全学段、全学科、多场景的数字化学
习范式，形成常州特色的平台建设经验，
最终构建形成既贴合地方实际，又具有
前瞻视野、重发展可移植的区域教育信
息化发展生态圈。” （尤佳）

面向未来开展数字化学习

加速教育信息化建设 促进教育高品质发展

本报讯 日前，钟楼区清潭幼儿
园全体教师和江苏理工学院的师生
们，围绕韵律活动以及音乐活动游
戏化策略，共同开启了一段课例研
修之旅。

清潭幼儿园丁琪媛老师和大
（5）班小朋友一起展示了韵律活动
《后羿射日》，用游戏情境贯穿活动
始终，根据音乐的乐段，合乐表现

“磨箭”“寻山”“射日”等动作，尝试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感受后羿
射日的勇敢精神。

针对《后羿射日》课例，该园赵
向阳等两位教师进行讲座，分析了
游戏化情境体验在韵律活动中的运
用，并梳理本阶段音乐课程游戏化
的研究经验和策略。大家在思考中
构建自己的一路一图，打散固有思

维模式，尝试找到贴近儿童经验的学
习支持。

秉承“走出去，请进来，同分享”的理
念，江苏理工学院教授徐朝晖和马凌带
领学前教育学生在现场进行多次提
问、互动、交流，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
了沟通的桥梁，更好的体现了“合作、探
究、创新”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促进了教
学相长。（是敏芝 尤佳/文 郑燕春/摄）

清潭幼儿园：

联合江理工开展课例研究

本报讯 12 月 27日，常州工学
院与再生资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联合主办的第二届长三角资
源环境发展论坛暨“十四五”再生
资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研讨会
举行。

与会人员就“十四五”期间金属
循环利用、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
机电产品再制造、废旧高分子材料
资源化、工业固废资源化与危废协
同处置、废油资源化等领域重点工
作进行交流发言，并对“十四五”产
业顶层规划、政策法规、技术装备、
成果转化、标准规范、人才培养等，
以及长三角资源环境研究院和联盟
建设提出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

常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周全法表示，长三角资源环境研究院
和联盟将进一步探索合作体制机制
改革，系统总结“十三五”期间再生
资源产业“产学研用”成功案例，深
入分析“十四五”期间产业发展尚未
真正解决的工艺技术装备问题，将
有效的创新资源聚焦在产业发展需
求上，真正发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翁捷）

第二届长三角
资源环境发展
论坛在常举行

12月19日，100名常报小记者来到中华恐龙园，感受中华恐龙园圣诞“怪”节极具奇趣感的圣诞氛围。当天，小记者们不仅参观了恐龙园，还参加了“手心里的太阳”2021
年暖冬行动的爱心仪式，他们绘制小灯笼，迎接美好新年的到来。

探索神奇乐园，迎接美好新年

星期六早上，天气晴朗，老师带领
我们小记者去恐龙园参观活动。

车子开动了，我们很激动，巴不得
快点到，游中华恐龙园是我梦寐以求
的事，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司机开了 15 分钟左右就到了。
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恐
龙园大门。恐龙园真是又壮观又热
闹，老师还给我们拍了照片，留作纪

念。往乐园里走，我看到恐龙化石，有
霸王龙化石，有三角龙化石，有永川龙
化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永川
龙，据说它的牙齿即便损坏了，也会长
出新的牙齿，真是太神奇了！接着我
们来到峡谷餐厅，工作人员给我们每
个人发了灯笼和彩笔，让我们自主在
灯笼上画各种各样的图案，我在灯笼
上画了可爱的雪人、高大的圣诞树、七
色的彩虹，写上美好的祝福语……同
学们都沉浸在欢乐里！

丁堰小学二（3）班 季靖梁
指导老师 武文勤

欢声笑语的乐园

高大的灌木丛中，发出了一阵窸
窸窣窣的声音，原来里面藏着恐龙。
恐龙是一种巨型生物，它作为地球上
第一批主宰者，却在距今约 6600 万
年前灭绝了。为了解开其中的奥秘，
我们来到了中华恐龙园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一起展开了热身活动，制
作灯笼，心灵手巧的同学们不一会儿便
完成了自己的大作。接着，我们就要来
探险了，顺着幽暗的光线，进入了恐龙
博物馆。展览柜上放着数万年前的远
古生物，他们充满着神秘的色彩。一步
又一步，我们终于看到了恐龙化石。听
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原来恐龙的品种远
远不止我们所知道的那些。

探险结束了。但是，我们尚未完
全解开恐龙灭绝之谜，只能好好学习，
等我们长大后再来解开这个谜题。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
七（4）班 李欣 指导老师 盛翔

寻找恐龙灭绝之谜

星期六的早上，我们坐着校车出
发去恐龙园了。我们在车上兴奋极
了，一路欢声笑语。

到站了。我们下了车，走进恐
龙园。园里的“恐龙”真多呀！有
高大的霸王龙、灵敏的翼龙、奇怪
的中华鸟龙……五花八门，有趣极

了。我们先参加了暖冬行动，在灯笼
上画画，写上暖心的祝福语。接着，
我们又到了恐龙博物馆，导游姐姐给
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恐龙化石，有霸王
龙、永川龙和中华鸟龙……我们认真
地倾听，增长了不少知识呢！最后，
我们去玩了旋转小海兽和木马，开心
极了。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
丁堰小学二（3）班 庞智
指导老师 武文勤

美好的一天

我们首先进行了画灯笼活动，在
灯笼上我们写下了对新春的期盼，对
未来的向往。各式各样的灯笼被排列
得井井有条，在我们手中与风共舞，看
上去就像一个个美丽的花骨朵等着开
放呢！

紧接着我们来到恐龙博物馆。
讲解员叔叔为我们揭开了恐龙的神
秘面纱。

众所周知的梁龙、剑龙、三角龙
等大型的食草性恐龙化石都是在中
国四川出土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中华龙鸟，它是恐龙为了生存而进
化成的一种小型食肉性鸟类，它也
是起源于中国。讲解员叔叔绘声绘
色的讲解，把我们带进了 1.4 亿年前
的恐龙时代。

恐龙园，还有多少奥秘等着我们
去探索呢？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
七（3）班 周耀
指导老师 承静

探索恐龙世界
日前，我参加了爱心画灯笼和参

观恐龙园活动。
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是制作灯笼，在

这个环节里面我自己亲手制作了灯笼，
并且在灯笼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愿望，亲

手制作真的很有趣，我的同学们也很开
心，我们画上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上
了自己的愿望，大胆展示创意。

第二个环节是参观恐龙博物馆，
在恐龙博物馆我们看到了各种恐龙化
石，了解到很多远古生物的知识。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
七（2）班 杜得豪
指导老师 王冰沁

走进恐龙园

多年前秋游到过恐龙园，没能尽
兴。这次作为一名小记者，我终于又来
到恐龙园！而此时的我已褪去了彼时的
淘气，领悟了此行除了游玩之外的意义。

我最喜欢的要属恐龙博物馆了，
从外面远观博物馆威武壮观，走进细
看里面陈设精致漂亮，仿佛走进一个
小型的生态圈：踏入海洋馆，我们身临
其境，栩栩如生的标本带我们探索着
海底世界的奥秘；走进化石区，高大的
梁龙、凶暴的霸王龙、敏捷的迅猛龙，
一座座化石映入眼帘，导游绘声绘色
的讲解，将我们带回了远古的侏罗纪，
岂是“神奇”二字可以形容的？

博物馆给我带来的震撼一直持续
到本次旅程的尾声。到家后脑海里还
在回想着那活灵活现的化石！

正衡中学天宁分校
七（1）班 吴家富
指导教师 王艺丹

探秘恐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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